2

综合新闻

市民热线
13959900888

我市职工积极参与
“工会大学习 答题助帮扶”
活动
让全国人民领略了石狮人真切的 变化都是翻天覆地的，而最为突

记者眼中石狮的海
讲好石狮故事 城之梦

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特别报道

与局外人的视角不同，一位
电视台记者眼中，石狮的海波澜
壮阔，是立体的。这位记者就是
石狮市广播电视台首席记者、《石
狮新闻》主编柯惠山。
2000年12月，24岁的柯惠山
从部队退伍后，就来到石狮市广
播电视台。这份职业选择，缘于
柯惠山在部队时就是新闻报道
员，对于从事新闻工作，有向往，
有激情，更有执著。
所以，当柯惠山“请求”船老
大蔡国庆，与同事程高岗一起随
船海上颠簸七天六夜，拍摄出了
令央视同行至今仍称赞不已的新
中国成立六十年主题纪录片，就
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时任务比较紧。”柯惠山
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
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国财
经报道》联合国内六十家电视台，
推出大型主题策划《我是建国 我
叫国庆》。接到任务后，已经是7
月底，于是，立即联系到渔民蔡国
庆，8月1日开渔当天便随船出海

拍摄。”
俯首海面，看海浪一朵朵追
逐；抬头望远，看大海浩瀚壮丽。
听起来很诗意。但对于没出过海
的人来说，诗意只在最初的感受
里。虽然事先吃了晕船药，但没
一会，就在汹涌澎湃的颠簸中晕
晕乎乎，继尔翻江倒海“一吐为
快”。看着船员们淡定吃饭，却一
点食欲也没有，但是，为了抗
“吐”，保存体力，还得强迫自己
吃。晕船的过程持久，工作不能
落下，开机拍摄，拍拍停停，那份
艰难，柯惠山如今记忆犹新，“只

政和县委党校科级干部培训班
来石开展异地培训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石狮市委党
校获悉，政和县委党校科级干部培训
班来我市开始为期一周的异地培训。
培训期间，学员们先后到政和
产业园、湖滨街道新湖社区、市行政
服务中心、石狮服装城、永宁镇重点
项目建设部等地进行现场教学，从
社区建设、政府服务、城市建设、产
业项目、美丽乡村建设、文化旅游产
业等方面全方位了解石狮的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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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紧紧抓住船上的横杆，跟着海
浪摇晃的节奏拍摄取景，现场采
访。”柯惠山说。
大海总是眷顾勤劳的渔民，
几天下来，船舱里已有 2000多
担海鲜。对于渔民来说，这一趟
出海，可算丰收。而对于柯惠山
和同事来说，虽然拍摄过程十分
艰难，却拍摄到了许多人从来没
拍过的捕鱼场景，后期制作出了
一小时的节目《船老大的“新公
告”》，在央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
主题专栏中成功播出，让石狮海
滨小城的名气再次响彻全国，也

爱海情怀。
十几年来，柯惠山在中央电视
台、福建电视台、泉州电视台等媒
体播发新闻上千条次，创作了许多
有社会反响的好作品。其中，主创
的电视作品《民评十大恶习 鞭挞
社会顽症》获中国广播影视电视新
闻优秀奖（一等奖）；《石狮农民工
参保之后又退保》获福建省广播电
视奖电视新闻奖一等奖；《石狮农
民办两岸民间盛会》获第十五届福
建新闻奖一等奖；长纪录片《石狮
的口音》获泉州市广播电视奖一等
奖。近年来，柯惠山负责《石狮新
闻》主编工作，除了策划选题、主编
栏目外，还带出了一批更加年轻的
石狮电视精英。年轻的同事叫他
柯老师，而在老同事和外面的朋友
面前，柯惠山则从过去的“小柯”变
成了“柯大侠”。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最自
豪的不是你的作品获得什么奖，在
哪个等级的媒体刊播，而是在于你
作为事件的旁观者，亲自记录下了
当时的场景，这是别人事后做不到
的，而你是见证者，还是记录者。”
“柯大侠”说。
作为旁观者与记录者，柯惠山
说：“石狮建市三十年来，各方面的

出的，应该是经济发展，有很多年
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当年，柯惠山随船出海时，船
上的装备还十分普通，只是安装
对讲机、GPS定位等。如今，石狮
渔船上安装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当年冷藏售卖或粗浅加工的
海鲜，如今经深加工，年出口额已
达十亿元以上。柯惠山说：“近年
来，我市不断推进海洋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形成了集海洋生物医
药、渔业通讯、海洋捕捞、水产养
殖、水产品加工等多元化的海洋
产业集群。”
在柯惠山面前展开的，是一
幅海天石狮，波澜壮阔的绚丽画
面。
（杨朝楼）
点评：记者见证时代，记录时
代。柯惠山正是以记者的视角去
发现和挖掘石狮那些见证时代发
展的每一个细节，并保留下来，展
现给世人。从柯惠山视角的海洋
捕捞，到如今的海洋经济，石狮的
海洋经济已经不是过去单纯的渔
业，而是生产总值超 200亿元的
大产业，与“3+3”现代产业体系相
融合，成为石狮的又一新兴支柱
产业。

锦江外线进场动工

会发展情况，学习石狮在产业转型
升级、城市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的
经验做法。
据悉，石狮市委党校承接了本
次干部交流培训，进一步贯彻落实
山海协作有关要求，对拓宽干部视
野，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发挥了
应有作用。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许琳
珺 何盈璇）

跑车凌晨扰民
交警视频研判快速查处

给力质量交通 大排 大整
查治
助推长远发展
石狮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特约协办
交通违法举报电话：88595122

交警微博：http://t.sina.com.cn/ssjgdd

凌晨三四点时，跑车在大街上
疾驰，引擎的轰鸣声一路扰民……
近日，有群众反映这一现象，石狮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通过对沿路监
控视频进行分析、研判，快速查处
一起改装车辆凌晨超速扰民案件，
并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11月7日，在市交警大队五中
队，记者看到一辆悬挂贵州车牌的
黑色尼桑跑车停在院子里，汽修厂
工作人员正对改装部件进行拆
除。不一会儿，安装在车后备厢里
的一个空气压缩机被拆了下来。
民警告诉记者：“ 这个空气压缩机
与车体连接，是车辆改成空气悬挂
系统的加装部件，原车是没有这个
装置的。”
“前些天凌晨在八七路一路轰
鸣疾驰的就是这辆跑车！”市交警
大队五中队中队长陈波介绍：10月
26日，有群众反映，当天凌晨三四
点时，一辆小车在八七路快速行
驶，行驶过程中车辆发动机发出的
轰鸣声特别响，有市民因此被吵
醒。接到群众反映的情况后，中队
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开展调查。
根据群众提供的时间、路段等
信息，并通过调取沿途监控录像，
对事发时段过往车辆情况进行逐
一排查后，民警很快锁定一辆黑色
尼桑跑车。该车当天凌晨3点多一
路快速行驶，经过八七路、学府路，
约一个小时后又再次出现在八七
路，并先后在子芳路、东港路等路
段出现过，而最后被监控设备抓拍
的地点在八七路荣誉酒店路口。

在对该车的行驶轨迹进行研
判后，民警对民生路及周边街巷进
行了地毯式搜索，最终在民生路琼
林路口附近发现该车。民警现场
初步检查后发现，该车涉嫌非法改
装，随即暂扣该车，并通知当事人
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与此同时，
民警也将该车相关信息资料及监
控视频送往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
经调查，民警得知，事发时，该
车驾驶员系石狮一代驾公司的代
驾员郑某，而该车系质押车辆。原
来，10月25日晚上10点多，在南安
市罗东镇开服装店的刘某向开车
行的朋友借来了这辆他人质押的
车辆，并驾车从晋石高速进入石
狮。次日凌晨1时许，刘某与三个
朋友一起去酒店KTV唱歌，凌晨3
时许离开酒店时，几个人想去晋江
衙口玩，便叫来代驾公司郑某帮忙
开车，沿南洋路、八七路、学府路、
峡谷旅游路、共富路、石永路前往
晋江衙口，但没多久又驾车沿石永
路回到石狮市区。
“昨天鉴定结果出来了。结果
显示，该车存在改装加装，超驶行
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陈波向记者
介绍：事发当晚，代驾司机郑某驾
车 途 经 八 七 路 时 ，时 速 达 到
102.24km/h，在限速40km/h的路段
已严重超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警
部门对郑某处以罚款1500元，记12
分，同时对刘某擅自改装的行为处
以罚款1500元，并责令将车辆恢复
原状。
采访中，针对深夜飙车、改装
车辆噪音扰民等现象，市交警大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不断加大
查处整治力度。市民如有发现此
类交通违法行为，也可以记录下相
关信息并向交警部门举报。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蔡万紫）

目前，市民驱车经环
湾大道到沿海大通道，只
能左拐往水头外线方向，
右侧就没路了。换句话
说，沿海大通道在此出现了“卡
脖”，未能全部畅通。不过，这
一情况将因一条道路工程的建
设很快得到改善。
9月下旬，锦江外线便已进
场动工。这条外线有两段，主
线起点就从沿海大通道与环湾
大道这处交叉处开始，路线由
西向东，沿蚶江海堤向东延伸，
下穿泉州环城高速 A匝道，然

聚焦“项目攻坚2018”
后经过锦江村，沿现有道路改
造至石湖路，与沿海大通道对
接上，全长约 5.6公里。简单
说，这条外线改造后，从水头到
石湖段，整条沿海大通道就顺
了，真正实现了“沿海”。另外，
这一工程还有一段连接线，从
现状濠江北路与蚶江大道的交
叉口开始，向北延伸接上锦江
外线，全长约1.14公里。

和锦尚外线一样，锦
江外线也是石狮打造滨
海景观廊道、推进海岸带
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
11月6日，记者在主线起点处看
到，挖掘机正在进行道路清表
工作，准备进行这段道路的管
道埋设。可以期待，随着包括
锦江外线在内的几条“疏脉络”
的道路交通工程的推进建设，
一条更加名副其实的滨海景观
廊道离石狮市民不远了。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通
讯员 培城 明哲）

我市
“水产科技网络书屋”
落成
养殖户足不出户掌握水产前沿信息

本报讯 把先进的水产养
殖技术传授给农民朋友，提高
水产养殖户的科学文化素质，
这是日前我市新落成的“水产
科技网络书屋”的一个作用。
据了解，“水产科技网络书
屋”内容丰富，涵盖电子图书、
音像资料、实用技术期刊，又有
包括养殖、水产、经营管理等实

用技术期刊。水产养殖户可通
过“水产品科技网络书屋”在线
查询水产养殖知识和技术，接
触水产养殖前沿信息，从而提
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及业务能
力。
“相较以往走家串户指导
养殖户，‘水产品科技网络书屋’
效率要高得多，养殖户足不出

户就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真正
做到了‘农业科技在手’。”我市
渔业发展中心相关工作人员
说。
据介绍，我市水产养殖户
可向渔业部门咨询申请账号、
密码即可登录“水产科技网络
书屋”浏览、下载相关内容。
（记者 张泽业）

2018 环湾赛 9 日鸣枪
18 支国内外高水平车队参赛

本报讯 由中国自行车运
动协会、福建省体育局、泉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环泉州湾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月9日至
11日在泉州举行。
据悉，本届赛事由泉州市
体育局等单位协办，泉州文化
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泉州环湾文化体育投资有限公
司运营，比赛等级为UCI2.2，18
支国内外高水平职业车队参
赛，分享12万美元赛事奖金。
据组委会介绍，2018年环
湾赛以“海丝 青山 古城 文
旅”为主题，将实现赛段央视体
育频道直播及20多家网络平台
直播，赛事全程分为3天3个赛
段，分别围绕“城、山、海”三条

主线展开，3天赛事途经鲤城
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永
春县5个县（市、区），总里程约
267.4公里。
第一赛段：11月9日，围绕
主线“城”展开，从海峡体育中
心到闽台缘博物馆，线路总长
度约80.8公里。赛道途经多处
泉州文旅景区，起点设置在海
峡体育中心，终点设置在闽台
缘博物馆，起终点有“海峡”，穿
越古今，连结两岸，加上沿途附
近有洛阳古桥、真武庙、开元寺、
西街片区等极具泉州城市文化
的风光景点，让车手与观众深度
走进泉州这座文化古城。
第二赛段：11月10日，围绕
主线“山”展开，从永春旅游集

散中心到雪山风雅颂山庄，线
路总长度约105公里。以白鹤
拳的故乡，原生态的画廊，美丽
乡村永春段作为皇后赛段，展
示海内外3000万泉州人保护生
态、珍爱环境的不懈努力和留
住青山绿水、记住乡愁的自觉
追求。
第三赛段：11月11日，围绕
主题“海”展开，以泉港区后龙
镇后龙村为起终点作绕圈赛，
线路总长度约81.6公里。一望
无际的海岸线作为赛道，全程
途经盐田、港湾等重要城市景
观，全方位展示了“海”赛段的
元素及特色，让车手及观众在
泉州海世界中畅快骑行。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骆澜）

工会之窗

本报讯 “这种学
习方式太好了，每天花
上几分钟打卡做题，就
石狮市总工会主办
可以学习新思想、新理
论、新知识，重点是还
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日前，由泉州市总工会主
办的“工会大学习 答题助帮扶”活动在我市广大职工
中兴起一阵“大学习”热潮，答题就能成“金”的方式，
让我市不少职工连连点赞，乐于参与。
以学习促提升，将新思想新理念学习、中心工作
和重点工作融入网上工会平台。据悉，参与答题的职
工只要每天花几分钟答五道题，就可在线上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改革开放40周年经验
和成果，通关者就可领取泉州工会困难职工帮扶金额
度，为困难职工提供相应额度的帮扶金。帮扶金将注
入帮扶金池，用以帮助困难职工。届时由泉州市总工
会或惠工科技统一拨付困难职工。
自答题活动开始后，我市总工会立即组织发动全
市各级工会干部和工会会员线上学习、答题领取帮扶
金，全市上下掀起了一场答题“风暴”。目前，帮扶金
已达到近28万元，答题助帮扶的活动也已截止。
但“大学习”热潮并没有结束，目前，我市工会会
员、广大职工正通过网络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全
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王沪宁在中国工会
十七大上的致词、王东明在中国工会十七大上的工作
报告，以及修改后的《中国工会章程》等大会精神，并
将继续通过线上答题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
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记者 庄玲娥）
（上接一版）其中，对获得购房资格的最高给予12
万元补贴、对申获进修名额的当年度最高给予
5000元补助。今年来，经材料审核评分、积分排
序等有关程序，石狮市共发放新闻行业人才积分
入学凭证5张、积分入住凭证10张、进修培训补助
券6张。
“在石狮从事新闻工作的幸福指数就是高，不
仅购房有补贴、孩子上学市直公办学校有保障，而
且获奖作品还能获得政府再奖励，很有获得感！”
石狮日报社社会新闻部副主任林恩炳，从部队复
员进入报社工作以来，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的
工作状态，创作了一大批有价值、有深度、有影响
力的获奖作品，在每年拿到市里专项奖励的同时，
今年9月，他还以第二名的高分获得石狮市新闻
行业人才积分入住指标，将享受到12万元的购房
补助，被同事们戏称为“人生大赢家”。
（记者 周进文）

卫生部门完成公共场所
双随机监督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
提升卫生监督执法效
能和服务水平，规范监
督行为，创新管理方
式，市卫计局卫生监督
所组织卫生执法人员
历时两个月，圆满完成对30家公共场所的监督检查工
作。
按照“双随机”工作要求，本次被检查的30家公共
场所，均由国家卫计委在国家卫生计生监督平台信息
库中随机抽取产生，分别为沐浴场所1家，娱乐场所2
家，住宿场所7家，美容美发场所20家。
截至目前，市卫计局卫生监督所已完成本年度下
半年公共场所“双随机”工作任务，完结率达10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下达监督意见书
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对情节严重的单位将立案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上报至国家卫生计生监督信息报告系
统内。
据介绍，“双随机”抽查是日常卫生监督工作的有
力补充，本次抽查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石狮市
卫计局卫生监督所将不断提升卫生监督执法效能和
服务水平，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健康权益。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周鹰翔）

出入境知识问答
13.外国人在什么情
形下不适用拘留审查？
外国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适用拘留审 13
查，可以限制其活动范
围：1.患有严重疾病的；2.
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
一周岁婴儿的；3.未满十六周岁或者已满七十周岁
的；4.不宜适用拘留审查的其他情形。
（陈友义 徐良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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